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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6/20（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6/20（周三）

推荐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欲知详情请登录中国竞彩网。

编号/主队VS客队

018葡萄牙 VS 摩洛哥

019乌拉圭 VS 沙特

020伊朗 VS 西班牙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149元

105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3249866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5073985元。

红色球

10
蓝色球

04 09 15 16 19 27

第201807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439454 元
169500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3 注
138 注

1671 注
76700 注

1336647 注
7810410 注

0 注
14 注
43 注

3128 注
55896 注

277485 注

每注金额
8874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63期中奖号码
7 10 13 15 18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67044元，中奖
总金额为232878元。

中奖注数
7 注

327 注
5304 注
224 注
341 注
48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63期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336942元。

中奖注数
617注

0注
1089注

中奖号码：869
“排列3”第18163期中奖号码

5 7 0
“排列5”第18163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070期中奖号码

6 6 5 9 4 2 9

5 7 0 3 5

七星彩第18071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3、4、5，奇偶比
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3∶4，
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4、5，二
位3、6，三位1、4，四位2、9，五位
5、6，六位3、4，七位4、7。

22选5第1816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10、
17，可杀号 01、19；本期可能出
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
二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3 04
05 07 08 09 10 13 14 17 18
21。

排列3第18164期预测

百位：1、5、7。十位：3、4、
6。个位：2、6、7。 夏加其

专家荐号

6月13日下午，商丘长江
东路中福在线销售厅中出25
万元大奖，这是本销售厅今年
第7个累积奖，也是商丘市今
年第11个中福在线累积奖。

据了解，中得大奖的幸运
彩民刘先生是“连环夺宝”的
忠实彩民，距上次中的25万大
奖紧隔不到半年，6月13日，
刘先生来到商丘长江东路销

售厅办理好投注卡，开始玩起
了游戏，在游戏进行到第三关
卡内分值不多时以5注每注
30分的投注方式进行投注，不
一会在屏幕上落下25颗红宝
石，随即屏幕上出现恭喜中得
25万累积奖，幸运再次降临到
刘先生身上，一旁的彩民都兴
奋站起来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中福在线”是采用计算

机和通讯网络系统为载体，通
过销售厅集中销售，彩民使用
投注卡在投注终端完成投注、
游戏和兑奖全过程的一种即
开型视频彩票。具有即投、即
中、即兑，玩法多样、趣味互
动、娱乐性强的特点。全国联
网销售，统一奖池，返奖率
65%，1元可中25万元。豫福

守号两期，凭借10元5注单式票击中头奖

郑州购彩者拿走大乐透1000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6月13日晚，体彩大乐透
第18068期开奖，全国共开出
2 注头奖，单注奖金为 1000
万元，全部落于河南。数据显
示，这2注头奖分落郑州和商
丘。其中，郑州购彩者中出的
是一张5注10元投入的单式

票；商丘购彩者中出的是一张
“6+3”复式票，投入36元，单
票擒奖1023万元。

6月19日上午，郑州这位
中奖者韩先生现身省体彩中
心，全家人其乐融融一起来领
这份幸运大奖。据了解，韩先
生是个90后，在郑州和父母经
营着自家的小饭馆。别看他
年纪不大，彩龄已经有六七年
时间，“我不是每期都买，就是
有空了去买上10块钱的，一个
月花费在彩票上的钱不到百
元。”韩先生说自己购买彩票
纯属娱乐，也从来没有想过自
己会中这么大的奖，直呼这次
中奖太幸运！

聊起中奖号码，韩先生饶
有兴趣地说道：“我有守号的
习惯，每次凭感觉自己组合5
注号码，守上10期左右再换5
注号码，而这次的中奖号码我

才刚守两期。”6月16日早上，
韩先生忙完店里的活，空闲休
息时拿出手机对着彩票查询
开奖号码。“我先看的后区号
码，第四注的05、06对上了，想
着中了5块钱，接着看前区，结
果每个号码都对上了。”

很多中奖者中了头奖之
后，第一感觉都是不敢相信，
韩先生也不例外。“当时我整
个人都是蒙的，赶紧让媳妇儿
给我倒杯水压压惊！”假期一
结束，韩先生迫不及待地来领
奖，“这几天激动得都没有睡
好，想着早点来领奖。”

问及奖金的用途，韩先生
说道，“暂时想回老家把房子
重新装修一下，好好孝敬老
人，慢慢规划一下未来的生
活。”最后，韩先生感谢体育彩
票带给他的幸运，表示以后会
继续支持体育彩票。

中奖彩票 省体彩中心供图

中福在线送好运

商丘彩民喜获25万元大奖

一、区间分析
将号码以小、中、大号分为

三个区（小号为01~10，中号为
11~20，大号为21~30），统计前
期中奖号码在不同区间的分布
情况，判断下一期中奖号码可能
出现在哪几个区间。

二、余数分析
通常将号码分别除以某个

数字(常见的是除以3)，根据其
所得的余数分类，除以3即得到
012三路号码（0路为除以3余0
的号码，1路为除以3余1的号
码，2路为除以3余2的号码），
根据三路号码的前期分布情况，
判断下一期中奖号码。取余数
分类的优点是：各类数字不受数
字顺序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自成
体系。

三、奇偶数分析
七乐彩中奖号码的奇偶数

比例的形式共有9种，常见的为
4∶4、5∶3、3∶5三种，其次为2∶6
和6∶2。奇偶指标表现十分均
衡，长期来看比较可靠，分析中
奖号码奇偶数类别和比例的走
势，不失为一种实用的手段。

四、关系号分析
关系号所占的比例很大，对

历史情况统计可以发现，差不多
每期开奖号码中都会出现重号
和相邻号，此外，斜连号和对望
号等关系号也常常出现，这些都
可作为我们选号的参考。

五、标准差分析
标准差是计算中奖号码个

位号之间差异程度的一个非量
化指标，通过分析个位号松散程
度上的变化，可为预测下期中奖
号码提供某些依据。一般而言，
前期中奖号码中个位号之间松
散程度的数值越小，说明其差异
程度越小，联系也就相对较紧
密。至于松散与紧密之间的界
限，并无严格的确定，也不用刻
意去划分。需要强调的是，分析
标准差的变化，能帮助彩民把握
下期中奖号码个位号之间的标
准差大致在什么范围之内。

六、中位号分析
中奖号码的中位个位号，往

往代表当期中奖号码的平均水
平。不过，中位号与平均值不尽
相同，它抚平了极端值对中奖号
码分析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
中位号比平均值更具代表性，是
研究七乐彩号码规律中重要环
节。 中彩

河南体彩上周（2018 年 6
月11日~2018年6月17日）中
出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1
个，其中1万元~5万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西游记（面值20
元）。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彩生
活！ 河体

竞彩世界杯周三推荐

阵容强大 西班牙值得信赖

本周三竞彩开售了三场
世界杯的赛事，分别为葡萄牙
VS摩洛哥、乌拉圭VS沙特、
伊朗VS西班牙。

葡萄牙在上轮对阵西班
牙的比赛中，虽然3∶3战平对
手，但是球队的表现可圈可
点，特别是球队的核心人物C
罗，3粒进球全部是由他一人

打入。比赛虽已结束，但是至
今依旧让广大的球迷记忆深
刻，还是因为C罗在场上表现
太出色了，在落后的前提下，
凭借C罗的一己之力帮助球
队扭转乾坤，不至于在后面的
比赛中太过被动。此役对阵
实力差距较大的摩洛哥，相信
葡萄牙必然会尽力全取三分。

另外一场比赛，伊朗在首
轮过后位居B组首位的结果
很是出人意料，不过这个局面
在第二轮过后或将有所改变，
因为这一次伊朗将遇到强大
的西班牙。由于在首战与葡
萄牙踢平，斗牛士军团此战伊
朗不容有失。

西班牙首轮虽然跟葡萄
牙战平，但球队展现出来的攻
击力绝对是世界级的，这让外
界相信斗牛士军团仍是本届
世界杯的争冠热门。事实上
如果不是耶罗首秀临场指挥
经验不足，西班牙在实现逆转
后不至于给葡萄牙喘息机会，
而最终的结果也可能不会出
现 C 罗任意球救主的情景。
耶罗有义务带领西班牙在对
阵伊朗时踢得更好，当然面对
一个全力防守的对手，西班牙
需要的是耐心。

七乐彩投注技巧分享

六种基本分析选号法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